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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线粒体钙激活钾通道加强心脏停搏液心肌保护作用的观察 

高 琴，胡 杰，于 影，李正红 

[摘要]目的：探讨线粒体钙激活钾通道(mitochondrial Ca 一activated K channels，mitoKCa)的激活是否加强改良 St．Thomas心 

脏停搏液的心肌保护作用。方法：采用离体大鼠心脏灌流方法，全心停灌30 rain和复灌60 rain复制局部缺血／再灌注损伤模 

型；实验分单纯缺血复灌组、改 良St．Thomas停搏液 改良St．Thomas停搏液 +NSI619组和改良 St．Thomas停搏液 +NS1619 

+Paxilline组，观察各组心室力学指标、冠状动脉流出液中乳酸脱氢酶(LDH)含量及心肌含水量的变化。结果：与单纯缺血／ 

复灌组比较，改良St．Thomas停搏液组左心室舒张末期压力抬高程度下降(P<0．O1)，做功增加(P<0．O1)，冠状动脉流量增 

加(P<0．05)，心肌含水量减少(P<0．01)，LDH释放减少(P<0．01)；与 St．Thomas停搏液组比较 ，线粒体钙激活钾通道激动 

剂 NS1619能进一步降低 St．Thomas停搏液灌注时 LDH的释放(P<0．01)，心肌含水量进一步降低 ，促进左心室功能的恢复 

(P<0．01)；线粒体钙激活钾通道阻断剂 Paxilline取消了NS1619的作用(P<0．05一P<0．01)。结论 ：线粒体钙激活钾通道的 

激活可加强心脏停搏液的心肌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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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activation of mitochondrial calcium activated potassium channel to 

potentiate the cardioplegic solution of cardioplegia 

GAO Qin，HU Jie，Yu Ying，LI Zheng—hong 

(Department of i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activation of mitochondrial calcium activated potassium channel(mitoKCa)can 

potentiate the cardioplegic solution of modified St．Thomas cardioplegia in isolated rat hearts subjected to ischemia and repeffusion． 

Methods．The isolate(1 perfused rat hearts were subjected to 30 niln global ischemia and 1 20 rain repeffusion．The ra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ischemia and reperfusion group；modified St．Thomas cardioplegia group；modified St．Thomas cardioplegia+NS1619 group 

and modified St．Thomas eardioplegia+NS1619 +Paxilline group．The ventricular hemodynamie parameters．1actate dehydrogenase 

(LDH)release from coronary flow during reperfusion and myocardial water content were measured．Results：In contrast to ischemia and 

reperfusion group，modified St．Thomas cardioplegia decreased the elevation of left ventrieular end—diastolic pressure(P<0．01)， 

increased rate—pressure product(P<0．01)and coronary flow(P<0．05)，reduced LDH release(P<0．叭 )and mycardical water 

content(P <0．O1)．Administration of NS1619．an activator of mitoKCa channel potentiated the role of modified St．Thomas 

cardioplegia，LDH release and mycardical water content further decreased(P <0．01)，and the improvement of left ventricular 

performance was more significant(P<0．01)．The inhibitor of mitoKCa channel Paxilline abolished the role of NS 1619(P<0．05一 

P<0．01)．Conclusions：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ctivation of mitochondrial calcium activated potassium channel can potentiate the 

cardioplegic solution of cardioplegia． 

[Key words]myocardium；mitochondrial calcium activated potassium channel；cardioplegia；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为便于心脏外科手术的操作，需使心脏处于停 

搏状态，阻断冠状动脉血流。但术后心脏恢复正常 

血液灌流时易导致心肌再灌注损伤  ̈。心脏手术 

后的并发症发生率及手术病死率与手术中心肌损害 

程度密切相关。临床已研制出各种心脏停搏液，于 

手术前灌流人心脏内，使心脏在术中保持停搏状态， 

同时术后减缓心肌再灌注损伤，但仍不能完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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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功能。如何增强心脏停搏液的心肌保护功能， 

减轻心肌再灌注损伤已越来越引起临床心脏外科手 

术的重视。许多研究 着重于改良心脏停搏液的 

成分，使得供体心脏保存时间延长，促进供体心脏缺 

血再灌后心功能的恢复。线粒体钙激活钾通道 

(nfitochondrial Ca ．activated K channels，mitoKCa) 

参与钾离子从胞质中内流入线粒体基质，该通道的 

开放参与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是心肌保 

护机制的一个重要靶点。已有报道 -8]，mitoKCa 

的开放参与远距预处理、缺血预处理以及地氟烷、K一 

阿片受体激动剂、腺苷等药物预处理的心肌保护作 

用。该通道的开放亦参与脑保护 等，提示 

mitoKCa的开放发挥脏器保护作用具有普遍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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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采用 大 鼠离体 心脏 灌流 模 型，观察 应用 

mitoKCa激动剂 NS1619是否具有加强心脏停搏液 

的心肌保护作用，并进一步探讨 mitoKCa的作用机 

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 NS1619、Paxilline为 Sigma公司产品， 

其余为国产分析纯。改 良Krebs．Henseleit(K—H)液 

成分如下：NaC1 118．0 mmo]／L，KC1 4．7 mmoL／L， 

K2PO4 1．2 mmo]／L，MgSO4 1．2 mmol／L，NaHCO3 

25．0 mmol／L，CaC12 1．25 mmol／L，葡萄糖 10．0 g， 

pH 7．3～7．4，以95％02+5％CO2饱和，维持灌流 

液温度 37℃。改 良 St．Thomas停搏液成分：NaCI 
110．0 mmol／L，KCI 16．0 mmol／L，MgC]2 16．0 mmol／ 

L，CaC12 1．2 mmol／L，NaHCO3 10．0 mmol／L，pH 

7．8，4℃保存。 

1．2 离体心脏缺血／再灌注模型复制 雄性 SD大 

鼠，体质量 200～240 g，断头后开胸迅速取出心脏， 

置于4 qC改良K—H液中洗净血液，迅速转移、固定 

于Langendorff灌流装置，以改良K_H液行常规恒压 

(76 mmHg)灌流。切开左心耳，将充水乳胶囊由此 

插人左心室，囊内压力经特氟纶管传递至压力传感 

器，由 MedLab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记录和分析。 

各组心脏均稳定 25 rain后，进行实验处理。全心停 

灌 30 rain，恢复灌流60 rain模拟缺血再灌注损伤模 

型。 

1．3 实验分组 大 鼠随机分为 4组，每组 8只。 

(1)单纯缺血复灌 (ischemia and reperfusion，I／R) 

组：离体大鼠心脏平衡 25 rain后，全心停灌 30 rain， 

恢复 K．H液灌流60 rain。(2)改良St．Thomas停搏 

液(St．Thomas)组：离体大鼠心脏平衡 20 rain后，自 

主动脉根部灌注 4℃改良 St．Thomas停搏液灌流 

5 rain，其余同 I／R组。(3)改 良St．Thomas停搏液 

+NS1619(NS1619+St．Thomas)组：离体大鼠心脏 

平衡20 rain后，含30 Ixmol／L NS1619 的4℃改良 

St．Thomas停搏液灌流 5 rain，其余同 I／R组。(4) 

改 良 St．Thomas停 搏 液 +NS1619 +Paxilline 

(NS1619+Pax+St．Thomas)组：离体大鼠心脏平衡 

20 rain后 ，含 30 Ixmol／L NS1619 和 1 ~mol／L 

Paxilline 的 4℃ 改 良 St．Thomas停搏 液灌流 

5 rain，其余同 I／R组。 

1．4 评价指标 (1)左心室功能评价：向插入左心 

室内的乳胶囊注水使左心室舒张末压 LVEDP维持 

4～8 mmHg，连续记录实验过程中左心室发展压 

(LVDP)、心率(HR)和 LVEDP等各项指标。计算 

左心室做功量(IIPP)的变化。RPP=LVDP×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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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冠状动脉流量(CF)的变化。(2)灌流心脏流出 

液乳酸脱氢酶(LDH)的测定 ：在复灌各时间点收集 

冠状动脉流出液，利用分光光度法测定 LDH的含 

量。(3)心肌含水量的测定：心肌复灌 60 rain后，留 

取左心室前壁的一块心肌，用滤纸拭干，称湿重后置 

于80℃烘箱中烘烤48 h，称取心肌干重。心肌含水 

量(％)=(湿重 一干重)／湿重 ×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q检验。 

2 结 果 

2．1 左心室功能改变 与 I／R组相 比，改良 St． 

Thomas停搏液引起 LVEDP抬高程度下降 (P< 

0．O1)，做功增加(P<0．O1)，冠状动脉流量增加 

(P<0．05)，与 St．Thomas停搏液相比，含 mitoKCa 

激动剂 NS1619的 St．Thomas停搏液灌流 5 rain使 

LVEDP抬高程度进一步下降(P<0．O1)，RPP抬高 

明显(P<0．01)，冠状动脉流量进一步增加(P< 

0．O1)。与含 NS1619的 St．Thomas停 搏液相 比， 

mitoKCa阻 断剂 Paxilline使 LVEDP抬 高 (P< 

0．O1)，RPP下降(P<0．O1)，冠状动脉流量下降(P 

<0．O1)(见表 1)。 

表 1 离体心脏缺血复灌过程中心室动力学指标( =8； 

±s1 

复灌(rain) 

I1PP(％) 

I／R组 

St．％mas组 

NS1619+St．Tomas组 

NS1619+Pax+St Tomas组 

F 

P 

肘S组内 

LVEDP(％) 

I／R组 

St．Tomas组 

NS1619+St．Tomas组 

NS1619+Pax+St．Toms组 

F 

P 

组 

CF(％) 

59．25±7 23 47．99±7 24 43 79±9．52 

76．15±4．49 68．04±7．69磊 63．12±6．68盎 

91．48±6．09 84 41±6．57 77 64±5 86 

75．06±7．22 66．32±8．37 64．3l±6．70 

34 36 31．59 28．97 

<0．01 <0．01 <0．01 

40 412 56．194 53．621 

1／R组 65．50±3．0o 57 31±5．07 47．93±l1．04 

St．Tomas组 79．14±5．O2 64．91±6．22 53．42±6．97 

NS1619+St．Yomas组 95．56±6 76 77．65±8 o9 69．93±8．90 

NS1619+Pax+St Tomas组 8O．4l±7．12 66．11±7．97 55．37±8．68 

F 37 02 l1．66 8 68 

P <0．01 <0．叭 <0叭 

组内 32．648 48．341 81．254 

q检验：与I／R组比较}P<0．05，} P<0．们；与NS1619+St．Tomas组比较#P< 

0．05．##P<0 0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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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冠状动脉流 出液 中LDH含量和心肌含水量 变 

化 与单纯 I／R相 比，改 良St．Thomas停搏液灌注 

使冠状动脉流出液中 LDH释放和心肌含水量均减 

少(P<0．01)。与 St．Thomas停 搏液 相 比，含 

mitoKCa激动剂 NS1619的St．Thomas停搏液进一步 

降低了 LDH的释放和心肌含水量(P<0．01)。与 

含 NS1619的 St．Thomas停搏液组相比，mitoKCa阻 

断剂 Paxilline使 LDH释放增加(P<0．O1)，心肌含 

水量增加(P<0．05)(见表2、3)。 

表2 离体心脏缺血再灌不同时间点冠状动脉流出液中 

LDH的变化(n ：8； ±S) 

分组 LDH(u／L) 

5 ml‘n 10 min 

q检验：与 I／R组比较 { P<0．O1；与 NS1619+St．Tomas组比 

较##P<0．01 

表3 离体心脏缺血再灌后心肌含水量的变化(n =8； ± ) 

分组 心肌含水量(％) F P s组 

I／R组 

St．Tomas组 

NS1619+St．Tomas组 

NS1619+pax 4-St．Tomas组 

q检验：与 I／R组比较 P<0．O1；与 NS1619+St．Tomas组比 

较}}P<0．05 

3 讨论 

心脏移植是终末期心脏病的唯一治疗手段，有 

效地保存供体心脏，使更多的终末期心脏病患者能 

够得到救治成为医务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临床上供者的心脏通常用冷晶体心脏停搏液直接灌 

注常温的供者心脏。经过低温保存的心肌，再灌后 

可导致细胞内钙超载及氧 自由基大量产生，线粒体 

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被破坏，能量代谢减弱，造成再 

灌注损伤。改善保存液的有效成分有望降低缺血再 

灌注损伤，提高心脏外科手术的成功率，提高心脏手 

术的质量。钙激活钾通道广泛存在于机体内的多种 

组织内，包括神经、肌肉、垂体和嗜铬细胞等的细胞 

膜上，具有高度的钾选择性和大电导，可被细胞内钙 

和去极化协 同激活，参与多种细胞活动 。xu 

等l1 在心肌线粒体内膜上发现了一类与线粒体 K 

651 

循 环 有 关 的 离 子 通 道——mitoKCa，其 激 动 剂 

NS1619具有抗离体家兔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 

用。mitoKCa是电压依赖和钙敏感 的钾通道，至少 

由两个不同的膜亚基即形成孔道的 Ot亚基和调节 

性 B亚基组成，大电导及其受膜电压和钙离子的双 

重调节是该种钾通道与其他钾通道不同的特征之 
一

。 mitoKCa开放是启动心肌保护的触发机制之 
一

。 K 通过线粒体离子通道进入线粒体后可引起 

线粒体膜去极化，减少 ca 内流，减弱线粒体 ca 

超载而发挥心肌保护作用 引̈。同时，mitoKCa的开 

放促进了线粒体 ATP的生成，减少了线粒体 ROS的 

产生，维持线粒体氧化还原状态的稳定，减少氧自由 

基的释放 141。mitoKCa开放的心肌保护作用可能是 

通过 cAMP依赖的蛋白激酶 A调控  ̈，亦有文献 

报道其保护作用是通过蛋白激酶 c介导。另外，钙 

激活钾通道的开放可能抑制心肌保护的终末效应器 

线粒体渗透性转换孔道发挥心肌保护作用 。本 

实验在离体大 鼠心脏上观察到，mitoKCa激动剂 

NS1619(30~mol／L)加强了改良St．Thomas心脏停 

搏液对 缺血／再灌 注 心肌 的保 护作用，表现 为 

LVEDP抬高程度下降，RPP明显抬高，冠状动脉流 

量增加，冠状动脉流出液中 LDH释放减少，心肌含 

水量 减 少。该 保 护 作 用 可 被 mitoKCa阻断 剂 

Paxilline所减弱，提示 mitoKCa的激活可加强心脏 

停搏液的心肌保护作用，能够更有效地减轻手术过 

程中心脏停搏后再灌注损伤，这有可能为临床心脏 

外科手术提供一种新的保存供心的有效手段，其具 

体的保护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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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葡萄球菌体外感染侵入人成骨细胞的实验研究 

宁仁德，张先龙 

[摘要]目的：体外实验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金葡菌)感染侵入人的成骨细胞情况以及观察不同细菌感染剂量、时间及侵入细 

胞内细菌数量变化。方法：采用透射电镜方法观察金葡菌感染人的成骨细胞，CFSE荧光标记细菌，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菌感染 

剂量、时间与侵入细胞内的细菌数量关系。结果：体外金葡菌能够感染侵入到人的成骨细胞内，随着细菌感染剂量增加，侵入 

细胞内的平均细菌数量和侵入率同步增加(P<0．01)；感染 4 h时细菌的侵入率最大，侵入细胞内的平均细菌数量在 1～2 h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时间均呈现明显不同(P<0．01)。结论：体外金葡菌能够感染侵入到人的成骨细胞内， 

侵入细菌的数量与不同感染剂量及时间相关。 

[关键词]金黄色葡萄球菌；成骨细胞；感染；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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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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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phyl0c0ccus aureus invading 

NING Ren—de，ZHANG Xian—long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Shanghai Jiaotong 

human osteoblasts in vitro 

University，Shanghai 200332，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whether Staphylococcus aureus(SA)could invade the cultured human osteoblasts an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different infective dose and time affect the number of intracellular bacteria．Methods：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invasion of SA and the number of cells containing intracellular SA；And the mean fluorescence units of total 

cells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Results：TEM showed that SA could penetrate the human ostaoblasts．With the infective dose 

increasing，the number of intracellular bacteria also grew up，which reached the top at 4 h；The number of intracellular bacteria had no 

difference at 1 h and 2 h(P>0．05)，but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at other time points(P<0．01)．Conclusions：The resuhs 

suggest that SA carl penetrate the human osteoblasts．and the number of intracellular bacteria is associated with the infective dose an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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